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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貴族化 草根升大漸少
富貴大學生比例多20年前2倍 父擁居所高學歷「贏在起跑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接
受大學教育一直是草根家庭脫貧
的有效途徑，但香港教育學院一
項研究發現，去年生活於全港最
富有1成家庭的19歲至20歲青年，
入讀大學的比例高達48.2%，是
草根家庭青年的3.7倍，差距較20
年前的1.2倍比率顯著擴大。此
外，父親有較高學歷、擁有自置
居所及來自完整家庭的青年，入
讀大學的機會較高，且優勢有擴
大跡象。

教 任周基利，根據政府統計處提
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副系主

供的1991年和2011年人口普查數據進
行分析。周基利指出，反映本港貧富
差距的堅尼系數，由1991年的0.476升
至2012年的0.537；本港18歲以下的貧
窮兒童比例，亦由20.8%增加至
26.2%，貧富懸殊成為近年社會關注的
議題。

兩成窮生雙失 富家子僅7.7%
另一方面，教資會雖然在過去20年
增加了首年的資助學士學額，由原先
的10,665個增至16,600個，幅度近六
成，但適齡草根青年入大學的比率不
升反跌。數字顯示，2011年生活於全
港最富有一成家庭的19歲至20歲青

年，入讀大學的比例高達48.2%，反
之是活在貧窮線以下家庭青年，比率
只有13%，兩者相差2.7倍，差距較20
年前1.2倍的比率，反映兩者的差距顯
著擴大。至於雙失情況，草根家庭的
青年比率近兩成，富家子女只有
7.7%。
值得留意的是，草根青年就讀學位
以下的專上課程，如副學位的比例為
30%，則較最富裕青年的23.6%為
高，周基利認為，這顯示基層家庭的
家長，普遍明白教育對下一代的重
要。

影響階層流動 貧富更懸殊
此外，若父親有大學或以上的學
歷，其子女能殺入大學的比率高增

52%，若父親只有中三或以下學歷，其
子女能升大的機會只有12.9%。至於有
自置私樓、家有雙親照顧等條件，亦
較有利青年考入大學。
就近年不少名校、英中均轉為直資
學校，周基利擔心，這些學校的學費
門檻相對較高，令不少清貧學生卻
步，教育「貴族化」會影響階層流
動，進一步加劇本港的貧富懸殊問
題，「公平的教育制度，過去一直是
香港改善階層流動的有效途徑，但社
會近年忽視對貧窮兒童的支援，導致
教育未能發揮應有的脫貧功用」
。
他建議，政府應為以基層家庭為收
生對象的學校提供額外資源，令有需
要的清窮學童得到更全面的發展，不
會輸在起跑線上。

獻20年青春 科大274員工獲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龐嘉儀) 香港科技大學昨舉行
教職員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校方嘉許了274名在該
校奉獻了20年青春的員工。其中祖籍北非、由澳洲來
港發展的李德富，在科大的首個上班日即遇上八號風
球，人生路不熟的他，不知道如此惡劣天氣下不用上
班，結果折騰了半天，無奈地由科大折返酒店。不
過，回想在科大服務的歲月，李德富卻是「順風順
水」，由助理教授晉升至工學院院長，他的女兒亦是
該校工學院畢業生，故他一家與科大均有深厚的感
情。

李德富任院長 女同年同校畢業
校長陳繁昌、副校長黃玉山、各院長及系主任近
600人出席了上述長期服務獎頒獎典禮。獲表揚的李
德富(Khaled Ben Letaief)為無線通訊方面的國際權威，
曾於澳洲墨爾本大學任職，1993年舉家遷港並加入科
大，2009年擔任工學院院長，同年女兒於科大工業工
程及物流管理學系畢業，可謂「雙喜臨門」
。
李德富表示，工學院轄下6個學系都躋身全球20之
列，成績彪炳，讓他深感自豪。另為加強對學生的科

■李德富對工學院轄下6個學系躋身全球前20之列深
感自豪。
香港文匯報記者龐嘉儀 攝

■陳靜嫻服務科大20年，坦言見證大學發展讓她深感
高興。
香港文匯報記者龐嘉儀 攝

研及教學支援，由他創建的「工程教育創新中心」將
於今年3月至4月落成，同時逾50名學院教職員將擔任
學生的人生導師，以促進學生的全人發展。

員，而她作為行政助理，負責支援學校招聘教授的工
作、安排簽證及住宿等。20年間，學系發展至今，擁
有超過百名師生，令她深感安慰。
黃玉山稱，大學一直視教職員團隊為最寶貴的資
產，設立長期服務獎，意為表揚他們的貢獻，並加強
員工對大學的歸屬感；而長期服務獎頒授至今，已屬
第四屆。

助成立物流系 陳靜嫻感安慰
另一得獎者陳靜嫻，20年前加入當時新成立的工業
工程及物流管理學系，當時學系只有1名教授及1名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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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景熙) 香港中文大
學昨公布最新高層人事變動，中大卓敏心理
學講座教授、香港亞太研究所所長張妙清，
將於今日起接替原副校長黃乃正，成為中大
創校50年以來首位女性副校長，負責管理研
究事務。此外，崇基學院院長梁元生，自
2012年1月起暫任文學院院長，昨獲正式
「轉正」
，同時兼任兩院院長。
張妙清擔任中大副校長，任期5年；她現
為中大卓敏心理學講座教授、香港亞太研究
所所長及研究事務委員會副主席。她在1977
年加入中大，先後任心理學系系主任及社會
科學院院長。她一直致力推動促進婦女地位
及其相關科學研究，曾創立中大的性別研究
中心及其課程，並於1996年至1999年間出任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首任主席。
至於黃乃正將繼續擔任中大化學講座教授
及理學院暫任院長，中大校董會感謝他多年
來的辛勤服務與貢獻。

梁元生「轉正」 兼任兩院院長
梁元生是中大畢業生，於1972年及1974年
分別在中大完成文學學士及哲學碩士學位
後，到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取得博
士學位。他其後曾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及加州
州立大學任教，直到1992年返回中大任教至
今，曾任歷史系系主任、文學院副院長及人
文學科研究所所長，現為崇基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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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電信膺「亞洲最佳管理」

鎮金店年初三金光閃耀馬場
太子珠寶鐘錶旗下的鎮金店，與香港賽馬會首度
攜手合作，於年初三沙田馬場農曆新年賽馬日呈獻 ■鎮金店於年初三沙田馬場農曆新年賽馬日呈獻
，展出逾百件足金擺件及
「鎮金店添財進寶金桃源」
，展出逾百件足金擺件及 「鎮金店添財進寶金桃源」
首飾，當中包括2座全港最大的千萬足金元寶，祝 首飾。
福香港繼續繁榮進步，並為入場欣賞精彩賽事的觀
鎮金店亦特別為是次盛事打造了3套絕無僅有的
眾們帶來好運。
足金服飾，糅合品牌「如意」
、「編織」及「秋葉」
農曆新年賽馬日將於2月12日在沙田馬場舉行， 三大標誌性系列的設計元素，於年初三農曆新年賽
當日馬場會員席及平台廣場將分別設置2個「鎮金 馬日首度隆重登場，並邀請著名模特兒即場示範；
店添財進寶金桃源」展區，以中式庭園樓閣的設計 創新破格的設計，盡顯鎮金店帶領時尚金飾潮流的
概念，展出總值超過港幣2900萬元的足金擺件及首 領導地位。品牌亦同時帶來一系列獨具特色，並迎
飾。「招財進寶」：「鎮金店添財進寶金桃源」最 合新年、賽馬兩大主題而設計的特別版足金首飾及
矚目的展品要數2座以人手悉心打造、每座闊55厘 擺件，部分更僅限於當日發售。
米、高28厘米、價值逾港幣1000萬元的足金元寶，
Just Gold鎮金店主席及行政總裁鄧鉅明博士MH表
祝願蛇年香港繁榮昌盛，百業興旺。「大展鴻 示：「鎮金店與香港賽馬會今個新年首度攜手合
圖」：逾兩米高，以金箔鑲嵌的桃花樹，有利催旺 作，呈獻『鎮金店添財進寶金桃源』，以一系列金
人緣，展現生機處處。「一馬當先」：金碧輝煌的 光燦爛的展品，祝願香港繼續繁榮發展。展望2013
金箔駿馬，盡顯氣派之餘，更祝福一眾馬迷馬到功 年，鎮金店將繼續穩步向前，把具備獨特時尚設計
成，於新一年財運亨通、盤滿缽滿。
及精細手工的金飾系列帶給大家。」

中銀人壽推出「愛．關懷」節日優惠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推出iButterfly手機應
用程式用戶專享「愛．關懷」節日優惠。由即日起
至2013年2月8日，iButterfly手機應用程式用戶成功
投保「存享保費回贈個人意外保險計劃」，即可獲
享首年保費3折優惠。
客戶只需下載iButterfly手機應用程式並開啟「捉
蝴蝶」模式，利用手機鏡頭捕捉中銀集團人壽的蝴
蝶，然後透過指定投保熱線成功投保上述計劃，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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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獲享此優惠。
「存享保費回贈個人意外保險計劃」旨在為客戶
提供周全保障，為其減輕因意外傷亡而帶來的經濟
負擔。即使因意外導致住院，投保人亦可獲每日意
外住院現金賠償。如投保人在保單生效期間從未索
償，更可於保單期滿時獲回贈118%的全數已繳保
費。即使曾經於保單生效期間索償意外住院現金，
亦可於保單期滿時獲回贈107.5%的全數已繳保費。

連續四年獲得殊榮
中國電信股份有限公司（0728）連續4年在國際權威
財經雜誌《Euromoney》
「亞洲最佳管理公司」年度評
選中，在亞洲芸芸數千家上市公司，獲投資分析師投票
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成為首家公司連續
4年取得「亞洲最佳管理公司」榮譽。同時，中國電信
亦在單項評選中榮獲「亞洲最令人信服企業戰略第一
名」
、「亞洲最佳企業管治第一名」
、「亞洲最佳股東價
值創造第一名」及「亞洲最佳財務披露第一名」
。

中 曉初表示，連續4年獲投資者評
國電信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王

選為「亞洲最佳管理公司」第一名對
中國電信是一個重大的鼓舞。他衷心
感謝投資者給予中國電信的支持和信
任。同時，他也感謝全體員工的努力
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並表示中國電信
將繼續努力，以創新和服務雙領先推
動全業務規模發展，為客戶和股東創
造更大的價值。
近年來，中國電信積極推進業務規
模發展，3G用戶上客量屢創新高，公
司更成為了全球最大的CDMA移動運
營商和全球最大寬帶運營商。中國電
信能夠榮獲多個大獎，顯示投資者、

■為慶祝連續4年取得「亞洲最佳管理公司」
榮譽及答謝投資者的長期支持，中國電信特
意向投資者送上一張阿拉丁神燈答謝卡。

分析師及資本市場充分肯定中國電信
在公司管理及企業管治的優秀表現，
高度認同中國電信卓越的執行力及高
透明度，為亞太區內領先水平，堪稱
亞洲企業管理的典範。

投資者獲贈答謝卡
《Euromoney》亞洲最佳管理公司
評選為亞太區內最具代表性的獎項之
一，已是第14屆舉辦，深受資本市場
高度重視。今年共有130位來自亞太
地區投資銀行和研究機構的領先投資
分析師參與。他們根據公司的管理層
素質、財務披露及企業管治等因素作
為評審準則，對不同的亞洲上市公司

進行評選。
為慶祝連續4年取得「亞洲最佳管
理公司」榮譽及答謝投資者的長期支
持，加上臨近農曆新年，中國電信特
意送上一張阿拉丁神燈答謝卡、內藏
「三個溫馨願望」
。神燈形狀的答謝卡
非常有趣及有創意，只要打開並在賀
卡旁邊擦一下，便可獲得中國電信送
上的「三個溫馨願望」，包括「生活
美滿」、「家庭幸福」及「財源廣
進」，而卡的底面則印上一個很可愛
的阿拉丁財神，希望大家今年行好
運。今年冬天特別冷，投資者收到中
國電信的答謝卡，一定會感到特別溫
馨和喜悅。

